
最美季节

春日的温暖
冬天的日子,总是让人感到分

外的漫长。
每逢冬季，我常常会静静地坐

在窗前，用目光不断地去找寻春天
的痕迹。可每每结果都让我失望
——光秃的树枝、枯黄的小草、泥
泞的土地、冰冷的小路、路上穿着
厚重而又行色匆匆的人们……

一切都显得了无生机。我不
止一次地幻想着“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可春天，你
什么时候能到来呢？

那温暖的春日阳光驱散了冬

日的阴霾，那和煦的春风吹绿了长
江两岸，那细小连绵的春雨滋润着
大地，使得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春意盎然的花园里，洁白如
玉、粉嫩甜美的樱花，那缀满水珠、
粉红可爱的海棠花，竞相开放。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蜜蜂
落在花蕊上，胖乎乎、圆滚滚的像
一个小球似的。美丽的“春之使
者”——燕子，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鸟儿们在柔和的春风中尽情地歌
唱，那是一首关于春天的美妙歌
曲，听了让人心旷神怡。

人人脱下了冬日的棉衣，穿上
轻便的衣物，显得充满青春的活
力。那“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小朋
友们，在桃红柳绿间欢快地奔跑追
逐……这曾是我在冬日里对春天
的畅想，一次次追问：春天你什么
时候能来到呢？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明媚阳光
下，樱花开了，二月兰开了，春天
啊，你终于让我感受到了春日的温
暖！

汉江路小学五（3)班 吴静霖
指导老师 张 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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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物语

我有一个小书包，我非常喜欢它。
它长得高高瘦瘦的，上面有红色加白色和蓝

色的花朵。书包最上端有可爱的卡通魔术贴。
书包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安全闪灯和一条安全反
光带，提醒路人和车辆辨别我的位置，保护我的
安全。

书包的正下方有一个拉链口袋，用来放小东
西，上面印有小鹿斑比和妈妈的图案，她们和花蝴
蝶在开心地做游戏。

书包两侧的口袋，可以用来放水杯和口罩。
最有趣的是书包的后面口袋里还藏着一个防雨
罩，下雨的时候，我就可以为小书包穿上。小书包
是我学习的好帮手，我用它来装课本、文具、知识
和妈妈的爱。

这就是我最爱的小书包啦，它将陪伴着我一
起成长。

南外河西一附小一（3）班 徐敏宸
指导老师 须 畅

小书包

人在旅途 旅行的美好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

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
的种种乐趣。”正如诗人歌德所说，
旅行的目的并不重要，整个旅行的
过程才是真正让人享受的。

有一年假期，我和妈妈还有好
朋友一起自驾去芬兰旅行。我们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极光，但在这
过程中见到的风景远比极光更加
灿烂多彩。我们先从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到赫尔新基，然后转去了
Rovaniema。

虽然飞行的时间过长，但在
飞机舱窗口看到的风景则是另一
种视角下的世界。以前觉得离我
非常遥远的蓝天白去此时就在离
我不远的手边，隔着一面机舱似
乎就能够触及。这里的世界是安

静平和的，不下于传奇故事中的
仙境。这里更像是心灵净土的一
块，整个人也随着眼前的一切而
空灵起来。

下了飞机是一片冰天雪地，白
花花的世界让这个国度看起来神
秘而又庄重。我们住的地方在一
个偏僻的小镇上，这里人很少，树
却很多，皑皑白雪下的树木和屋子
像童话故事里的一样，整个人都不
自觉地放松下来，烦恼被眼前的纯
净世界所净化。

休整了一天之后，我们就启程
去追极光了，除了路过的一个繁
华小镇，一路上基本看不到车。
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无人的路上我
们还有幸见到了驯鹿，这两只野
生的驯鹿在雪地里悠闲地走着，好

似是这片小天地的主人。人与自
然在这一刻达到了一种神奇的契
合。我的心中也不自觉地涌上了
一股暖流。

下车的时候，周围除了车灯已
经没有任何光源了，我们裹着厚厚
的衣服关掉了车上的灯在完全漆
黑的环境下看见了最绚丽的极
光。这是大自然所独有的，能够直
击人内心最深处的震撼力量。那
一刻，天地无言，有的都是满满的
感动。此刻内心也被眼前的景象
荡漾升华了。

旅行让生活更美好，在这个过
程中寻找发现更好的自己，净化升
华自己的内心。

力学小学六（2）班 谷添悦
指导老师 沈 琳

盆景园游记
在满心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玄武湖观赏盆
景的日子，我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满
心雀跃。

走入园内，高的、矮的、胖的、瘦
的，我的眼睛有点忙不过来了。最
多的就属菊花了，红的、粉的、紫的、
橘的……像是穿着各色花裙子舞蹈
的小姑娘。咦，那是什么盆景？像
一头牛。瞧，它斜垂着尾巴，正在低
头吃草呢。

走近一看，原来是五针松呀。
看，它长长的“尾巴”像是滑滑梯，一
根根松叶像是一个个欢快的小朋
友，他们玩得正起劲呢。我用手比
一比，针叶才有我半个手指长；摸一
摸针头，好像还有那么一丁点儿戳
人。“宝贝，我们该回家咯。”爸爸妈
妈拉起我的手，我却有点不情愿，我
下次还要再来。

立贤小学一（1）班 张子涵
指导老师 高 洁

自然观察

快乐时光

四季的歌

这几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春
姑娘的脚步近了，妈妈带我到绿博
园踏青。

一进门，我远远地看见一大片
粉红色的花，美丽极了。像一朵朵
的粉色云彩从天而降，又像仙女把
她的粉色纱裙带了下来。这美景
让我忍不住快步走进去看。

一朵朵粉色的小花展现在眼
前。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一
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五片花瓣全
展开了，像一个自信的大姐姐；有
的还是花骨朵，像一个胖嘟嘟的小
娃娃。

“妈妈，这是什么花呀？”“这

不就是桃花嘛，赶着来报春啦！”
我靠近一朵盛开的桃花凑近了
往里看。黄色的花心上面有一根
根小须子，又白又嫩，娇嫩得仿佛
轻轻一碰就会化成水。

嘻嘻，你看，这花的颜色也
有细小的差异呢。有的偏大
红，有的是梅红，有浅粉的，
有深粉的……深深浅浅，各具
特色。

除了红花，桃树枝间还点缀
着细长的绿叶，画龙点睛一般衬
托得桃花更加娇艳。

桃树不高，我一伸手就能摸
到它们舒展遒劲的枝条。手摸

着桃树，此刻的我好像变成了桃
花，站在阳光里。蜜蜂飞过来告诉
我采蜜的快乐，蝴蝶飞过来给我表
演舞蹈。

要走了，我依依不舍地看着桃
花，桃花还在对我笑呢。我在心里
对桃花说：“桃花，你可你真漂亮。
我下次还会来看你，你一定也要这
么好看呀！”

一阵春风拂过，桃花抖了抖花
瓣仿佛在回答我：“好呀，我会
的，我还要结出满树大桃子给人
们品尝。”
凤凰花园城小学三（3）班 杨佩颐

指导老师 徐春燕

春赏桃花

赏 花
今天阳光明媚，我去了情侣园，

我是以一个晨报小记者的身份去
的。首先，老师教我们手机拍照的
小技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边欣赏
鲜花边拍照。

我们首先去拍了郁金香，然后
又去拍了海棠花，接着拍了桃花，最
后拍了樱花。郁金香的花朵最大，
颜色也最多，有紫色、粉色、黄色、橙
色等；海棠花的花瓣很小且是垂着
的，花朵聚在一起颜色是红粉色；桃
花的花瓣也很小，花朵是粉色的，一
朵朵分开着；我觉得樱花是最美的，
白色花瓣吸引了很多的蜜蜂。

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啊！
莫愁新寓小学一（4）班 戴雨墨

指导老师 叶书丽

养花的小妙招
我的爱好是养花。
但由于平时要上学，放学后还

要进行跳绳等体育锻炼，总是忘记
施肥和浇水。天气太热的时候，也
会忘记把花搬到阴凉的地方。因为
得不到充分的照顾，经过一段时间，
花就凋谢了。长此以往，我就失去
了养花的兴趣。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首先到网上去查找养花的方法。
对于施肥浇水这样的定时任务，
我会用语音在智能音箱中按时设
定闹钟，让它提醒我。对于土壤、
光照和温度这样的常识，我会请
爸爸妈妈收集、整理、打印出来，
平时没事的时候看一看，时间长了
我就记住了。

另外，刚开始最好只养一种
花。由于每种花的个性都不一样，
养花的方法也不一样。刚开始养好
一种花，就能够掌握养花的方法。
以后养其他花的时候，就会去查找
相应的方法了。

花不会和你说话，只会安静地
成长。你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提
供适当的帮助。你不需要付出太
多精力，它就会给你提供最美的花
朵。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也是这样，
不是吗？

三牌楼小学二（2）班 刘锦卉

萌宝当家

投稿邮箱cbxjzzw@126.com

春游去哪玩
这么美的春天，我建议大家去

珍珠泉公园看看。
珍珠泉的湖水清澈透亮，微微

的蓝中透绿、绿中透蓝。湖面上有
很多不规则排列着的石头，石头周
围不断地流淌着一股股清泉，有
的还形成了“小型瀑布”，数不清
的罗非鱼和锦鲤在水里游动，比
西湖十二景之一的“花港观鱼”还
要壮观。

顺着一块块石头渡过湖面，
瞧!湖对岸的一片迎春花，金灿灿
的，花团锦簇；海棠花一朵朵抱成
团，笑吟吟地随风飘动。柳树将嫩
绿细长的柳条伸进那水中，多么像
是美丽的少女在清洗秀发啊! 珍
珠泉中还有许多许多小鱼小虾，在
清亮见底的水中游动，在翠绿摇曳
的水草中穿梭。

离湖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大片草
地，可以在那里扎帐篷、野餐。公园
中还有一个小形动物园，里面有威
猛的老虎、憨厚的狗熊，还有温顺可
爱的羊驼，还有小猴子的家。看！
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在猴山的
泉水边洗手洗脚呢，真是有趣极了！

珍珠泉公园还有一些游乐设
施，比如刺激的滑道、惊险的鬼屋，
有趣的旋转木马……

怎么样？一起去珍珠泉看看吧!
凤凰花园城小学三（7）班 郭晓琪

指导老师 朱海容

美在金陵

传统文化

我最喜欢的汉字是“花”。我的妈妈小名是“花
花”，因为我是她生的，所以爸爸给我起了个小名叫
“花生”。小时候我长得圆头圆脑的，大家都觉得我长
得很像花生，我也很喜欢吃花生。

“花”的笔画不多，只有7笔。在很久很久以前，“花”的
甲骨文就像我们家门前那棵开满花的大树一样，我经常在
那棵大树下踢足球。后来，花的结构变成了上下结构，上
面是草字头，下面是变化的“化”，像是草上开出的化。

老师教了我们好多关于花的成语，比如：春暖花
开，百花齐放，落花流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
和妈妈一起在百花齐放的花园里赏花，突然，我看到
了隔壁邻居家的小狗正在踩花，把阿姨才浇过水的花
给咬出来啦！

我冲上前去，小狗被吓得灰溜溜地跑回家去了。
花儿都很好看，我们一定要爱护花草，不能随意踩
踏。大家有没有觉得“花”这个字很有意思呢！

芳草园小学二（1）班 刘泊言
指导老师 潘 亮

我最喜欢的汉字

骑行记
今天下午，晴空万里，我和妈妈

骑车绕玄武湖半圈。
我们从模范马路出发，途经神

武路、昆仑路、台城路、鸡鸣寺路、北
京东路，从中央路返回。马路上车
水马龙，我们在人群中穿梭。我顾
不上欣赏沿途的风景，因为我太兴
奋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马路上
骑自行车！

我一边骑，一边嚷着：“快一点，
再快一点！妈妈，你来追我呀！”我
骑着车，时左时右，时快时慢，可把
跟在我身后的妈妈急坏了，她一边
猛蹬脚踏板，一边不住地喊道：“儿
子，慢点骑，慢点骑，等等妈妈呀！”
可她越是这样说，我越是想骑得飞
快，一溜烟就蹿出去老远。

到了十字路口时，我猛一刹车，
再回头看去，哈哈，早把妈妈甩得远
远的！等了好半天，她才呼哧呼哧
地赶过来，妈妈喘着粗气白了我一
眼，我却得意地偷着乐！

天正小学二（2）班 张黄轩
指导老师 卢 梅

一路成长


